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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引領 USR 使命 
天下大學公民評選榮登龍頭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9.5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的
核心價值在讓大學成為希望之所在。而大學社會責任早
已是成大人的共同使命與價值取向，108 年首創「大學
創新與大學社會責任」特優教師遴選，頒發獎金，鼓勵
積極將知識傳遞給社會大眾，帶動地區繁榮發展的教
師。天下雜誌 2019 年首次舉辦「天下 USR 大學公民評
選」，從大學治理、教學環境、社會參與 3 大面向檢視
153 所大專校院的大學社會責任，成功大學每項都名列
前茅，整體表現 優，在國立大學評選中榮登龍頭。 

2019 年「天下大學公民獎」頒獎典禮 9 月 5 日下午
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成大「在多元包容的環
境下，培養具備社會責任感的領導人才」，在天下大學
公民獎榮登國立大學龍頭。成大蘇慧貞校長重視此榮
譽，親赴現場代表成大領取。副總統陳建仁特地到場致
賀，期許世界因我們的努力，更加美好、和諧與永續。 

蘇慧貞致詞指出，天下大學公民獎提醒了大學治理
的高度，肯定大學存在的價值，「謝謝這個獎項鼓勵我
們在內外部的挑戰中堅持文化累積的必要，幫助我們看
見在資源限縮情況下，如何擁抱多元，分享真正的意義。
謝謝各界長期以來對成功大學的信任、支持與愛護，這
個獎項歸功於 88 年來，有守有為的 19 萬校友，也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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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學公民獎」頒獎典禮，蘇慧貞校長與師生一同領獎     成功大學在天下大學公民獎榮登國立大學龍頭 

於在學校裡與我一起努力的 1 千 700 位教學研
究人員，2 千位職工，以及 2 萬 2 千位本國學生，
超過 2 千位來自超過 80 個不同地區國家的外籍
同學，當然附設醫院還有 5 千 600 名員工，他
們的選擇、他們的生命、他們做為一個在專業
上具有競爭力，在價值守則上看見社會公益的
每一個投入，是成功大學每一天在世界每一個
角落，定義大學社會責任的一個面向。」 

「天下 USR 大學公民評選」，未採用 SCI、
SSCI 期刊論文數、引用率等學術類型指標，而
是從社會責任角度檢視大學特色發展，透過大
學治理、教學環境、社會參與３大面項來檢視，
「大學治理」著重於衡量學校營運管理的成效
與問責性。「教學環境」重點在學校能否兼顧
教職員、學生等利害關人的利益，「社會參與」
強調大學應關注弱勢、公平正義，具產業影響
力。成大、台大、清華、交通、中山，是國立
大學前５強，成大在大學治理獲 5.78 分，社會
參與 5.71 分，教學環境 3.33 分，平均總分 4.94，
拿下第一名。 

倡議大學社會責任已是國際潮流，美國、
加拿大於 2010 年起推動大學社會責任，歐盟也
在 2012 年提出歐盟大學社會責任架構，定義大
學有責任採取透明化的策略和行動，去正面影
響社會與環境。教育部於 2017 年啟動「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主軸涵蓋「在地關懷」、「產
業升級」、「環境永續」、「健康促進」等領
域，契合聯合國提出的 17 項永續發展指標。 

成大校長蘇慧貞向來重視「大學社會責
任」，在她眼中「找到自己明明白白的，責任
的承擔，才是大學社會責任真正的開始。」蘇
慧貞多次告訴成大師生「我們做事、做選擇，
每個努力雖然都是為自己，但如果可以釋出
10%或 20%或更多去為別人著想，如果釋出後

發現對彼此都好，甚至比原來的多更多、更好，
這不正是大學的社會責任精神。」在她心中，
大學社會責任還必須是，「帶動社會進步思想
的改變，提供包容性、多元化的友善環境，培
養有執行力、領導力、責任感的優質公民」。 

教育部 106 年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成大 107 年執行 3 個計畫，場域橫跨台
南平原一帶的官田區，沿海的七股區、將軍區
及北門區，曾文溪以北的後壁區、東山區及白
河區。內容包括，以創新方式建立學童營養午
餐及友善農業的供應鏈整合。協同濱海居民探
討環境變遷可能的危害，提出解決方案。研發
微生物試劑，解決稻作倒伏、稻熱病侵害及淹
水等天災造成的減產等。藉由實踐型教學／研
究整合平台，帶動校內８個教師社群約 50 名老
師參與社會實踐。 

成大關心弱勢學生，提出「雁行計劃」資
助弱勢學生出國，2 年來已送 56 名學生海外學
習，包括參與會議、競賽、研習、移地研究等，
所到的國家含括歐美、大東亞地區、澳洲等，
讓學生有機會出國開拓視野，揚升人生希望。 

成大也致力打造具包容性、多元化友善環
境，培養有執行力、領導力、責任感的優質公
民。在穆斯林為期 1 個月的齋戒月期間，成大
提供可容納 300 人的場地供大台南地區 200 多
位穆斯林朋友一個可以齊聚共享的環境。全校
也常態性設置 5、6 處祈禱室，方便穆斯林學生
日常祈禱。舉辦台灣原住民族與南島語族高峰
會、辦理「成大世界伊斯蘭校園高峰會」，設
立越南研究中心、成立客家研究中心及舉辦客
家週活動等。（撰文／孟慶慈 攝影／易俊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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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新生家長座談會 1200 名家長踴躍出席互動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8.31

 

大學是人生重要階段，為讓新生與家長更
加認識成功大學的學習環境、研究能量與展
望，8 月 31 日舉辦 108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
近 1200 位大學部、研究所的家長出席。蘇慧貞
校長謝謝家長做了一個好的決定，將子女送來
成大，成大提供多元跨域學習環境，有很多海
外學習機會，請鼓勵子女傾全力經營大學生
活，賣力再賣力，帶著充足準備畢業，開啟人
生美好未來。 

家長座談會出席踴躍，考量大學生、研究
生關切與學習的面向不同，座談會在同一時間
分別舉行，一共開了 3 個會場。校長蘇慧貞、
副校長吳誠文、副校長張俊彥，分別率領行政
團隊正副主管、9 個學院正副院長、教授，在光
復校區成功廳、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第二
演講室，與大學部、研究所學生家長對話，回
應家長關切的事項與建議。 

蘇慧貞校長致詞指出，國家投入許多資源
幫助成大發展，各行各業也給成大許多機會，
成大畢業生經常供不應求。成大 9 大學院提供
良好跨域學習環境，與歐洲、美國、大東亞地
區，甚至非洲都有合作伙伴，同學只要努力、
用心，有很多國際交換學習的機會，培養更大
競爭力。 

蘇慧貞校長強調，成大所有的發展，無非
是讓學生拿著成大畢業證書離開時，更具有榮
譽感、驕傲感。成大校友日前捐贈母校一筆創
校以來 大金額 4.2 億元，此捐款將建構全新的
創新學習中心，其中包括智慧運算的創新研究
與課程學習，即使是人文領域的同學，也能帶
著新技能面對新的世界。 

座談會上，家長關心議題包羅萬象，從英
文學習的環境、宿舍、校園環境、登革熱防疫、
國際學習、學生熬夜、情感問題都有。其中又
以英文環境、國際學習相關的問題 受關切。

國際長王筱雯指出，成大學生中 10%是境外
生，已經營造出國際化的校園，本地生課堂上
就有與外國學生互動的機會。成大有許多國際
伙伴，有很多交換學習的機會，過去 3 年已補
助 800 多人次出國學習。工學院副院長丁志明
表示，在成大簽約的國際交換之外，成大很多
老師個人與國外有研究合作，也常送學生到國
外研究學習。 

副教務長羅偉誠指出，除了校園外國學生
多之外，成大也要求碩士要有一定比例以英文
撰寫論文，研究所很多課程採英文授課，都是
提供英文的環境。副校長張俊彥說，英文學習
除了環境重要外，個人的學習其實更重要。至
於學生感情方面，學務長洪敬富強調，學務處
心輔組有心理師、有性平專業人員，成大通識
課程也有開設情緒、性別關係、壓力管理等課
程與活動，在內外資源的結合下，給予學生情
感問題上的協助與關心，但重要的是學生也要
將心裡的話說出來。 

在登革熱防疫上，蘇慧貞校長指出，2、3
年前台南市爆發嚴重登革熱疫情，成大就以負
責任的態度投入防疫，持續到現在。成大衛保
組會依季節與時間去稽核、列表管理。至於宿
舍，3 年內會陸續完成 2 棟 1000 床的全新宿舍。
成大將在 1 年半後主辦大專校院運動會，在這 1
年半的時間裡運動館場、球場等設備都會加以
更新與充實。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鄭泰昇表
示，規劃與設計學院的學生比較常熬夜趕作
業、趕做模型，老師或助教知道學生在校熬夜
做課業，都會去關心。 

成大醫學院牙醫學系今年招收第一屆學
生，系方自辦新生家長座談會，醫學院院長沈
延盛、系主任莊淑芬共同主持。沈延盛期許學
生成為優秀醫牙，成為社會中堅。莊淑芬為家
長介紹教學與實習環境、學生發展等規劃。吳
尚蓉、陳玉玲老師等介紹課程規劃與學生事
務。新生與家長也藉此機會就修課辦法、系館
規劃等與師長們交流。（撰文／孟慶慈、攝影
／劉子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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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報                                                                               

學務新鮮事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講者) 活動地點 主、協辦單位 

9/17(二)－9/18(三) 
18:00-21:00 

社團博覽會 學生活動中心周邊 社團聯合會 

9/19(四)18:00-21:00 成大學生會招募說明會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學生會 

9/21(六)08:00-22:00 
10/5(六)08:00-22:00 

武壢桃南區迎新 
學生活動中心第三
會議室、多功能活
動室 

桃園地區聯合校友會 

9/20(五)至 9/22(日) 
18:00-22:00 

雲林嘉義地區校友會迎新活動 成大校區 雲林嘉義地區校友會 

9/22(日)10:00-22:00 迎新活動 成大校區 轉學轉系生聯誼會 

9/23(一)18:30-22:00 招生說明會 國際會議廳 形象團 

9/23(一)18:00-22:00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新生體驗營
芸青軒 
第三會議室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 

9/24(二)18:30-20:00 流舞社期初社大 學生活動中心 流行舞蹈研習社 

9/25(三)19:00-21:00 大高雄跨領域體驗營制服晚會 多功能廳 打狗地區聯合校友會 

9/25(三)18:30-21:00 社員大會暨第一堂社課 
芸青軒 
第二會議室 

循環經濟社 

9/26(四)18:00-22:00 期初社大 
學 生 活 動 中 心
1F-C 

啦啦隊社 

9/26(四)18:30-21:00 期初社大 多功能廳 吉他社 

9/26(四)18:30-21:00 社員大會暨第一堂社課 
學生活動中心第四
會議室 

區塊鏈研究社 

9/29(日)08:00-18:00 成大管弦樂社 108 年期初音樂會 學生活動中心 1F 管弦樂社 
10/4(五)至 10/6(日) 
18:00-22:00 

108 僑聯迎新宿營 
學生活動中心多功
能室 

僑生聯合會 

10/19(六)09:00-19:00 十月舞蹈營 學生活動中心 1F 世界舞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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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成功大學職涯諮詢系列活動 

 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  

為未來做準備，從現在開始! 

職涯諮詢類別 時間 地點 職涯顧問 

職涯
增能
課程 

職涯探索:成為自己職
涯的舵手(Moocs) 

2019/08/01—11/30 
(線上課程 2 小時) 

線上課程 
鼎燁顧問有限公司 
黃婉雯 職涯諮詢師 

職 涯 探 索 與 解 析
(CPAS) 

2019/09/24(二)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鼎燁顧問有限公司 
修瑞爗 總經理 

履歷 
健診 

履歷健診 
(個別諮詢) 

2019/10/03(四)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保聖那管理顧問(股)公司 
曾安立 資深顧問 

履歷 
面試 

履歷撰寫與求職面試  
*(前進系所-生科系) 

2019/09/10(二) 
13:10-15:00 

生科大樓南棟 
大二教室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劉怡欣 校園關係經理 

英文履歷健診及 
模擬面試 
(個別線上視訊諮詢) 

2019/11/05(二)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親子天下 
駱意欣 產品總監 

履歷修改與模擬面試 
(個別諮詢) 

2019/11/14(四)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CakeResume  
黃雅琪 職涯顧問 

工 
作 
坊 

錢難賺論壇* 
2019/09/21(六)    
10:00-16:00 

成功大學 
光復校區 

與國際企業研究所  
張紹基 老師合辦 

人資長論壇* 
2019/11/23(六)    
08:00-18:00 

成功大學 
光復校區 

與國際企業研究所  
張紹基 老師合辦 

留學 

美國留學講座* 
2019/10/15(二)    
14:00-16:00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學術交流基金會  
傅鏡平  主任 

美國留學諮詢- 
(個別諮詢) 

2019/10/31(四)    
14:00-16:00 

生涯組辦公室 
學術交流基金會  
傅鏡平  主任 

德國留學講座* 
2019/11/08(五)    
14:00-16:00 

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DAAD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Dr. Josef Goldberger 主任 

*為講座，歡迎報名!  

1.歡迎預約報名，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講座、個別諮詢報名：(https://activity.ncku.edu.tw/) 

2.活動辦法及場次訊息，請上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查詢   http://grad.osa.ncku.edu.tw/  

或洽承辦人徐小姐詢問(z10708121@email.ncku.edu.tw ,電話 06-2757575 轉 50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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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 106 學年度(107 級)畢業生畢業 1 年流向調查進行中** 
**成功大學 104 學年度(105 級)畢業生畢業 3 年流向調查進行中** 
**成功大學 102 學年度(103 級)畢業生畢業 5 年流向調查進行中** 

敬愛的校友：您好！ 
猶記驪歌響起，至母校畢業的您就此進入另一段旅
程，師長們均非常關心您的畢業動態及就業情形。同
時為配合教育部及校方作為高等教育、校務發展及系
所課程規劃與校系友服務之重要參考，特編制此份調
查問卷，請您撥冗填寫，謝謝您的合作！  
為鼓勵本校畢業生填答，以提高填答率，將分別針對
畢業後 1 年、3 年及 5 年的畢業生各提供成大會館雙
人房住宿券做為填答抽獎贈品，住宿券不分平日假日
皆可使用，一年內(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有
效，不限本人入住，問卷調查結束後，系統將分別自
動抽出各 8 名畢業生，由本組通知受獎人並依規定扣
繳所得稅。 

國立成功大學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敬啟 
106、104及102學年度畢業1、3及5年流向問卷網址：http://ques2.osa.ncku.edu.tw/~gfssys/index.php?auth 

聯絡電話:(06) 2757575 分機:50485/50481 

主辦單位: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協辦單位:全校各系所、僑生與陸生事務組(分機 50460)、國際學生事務組(分機 50990) 
 

2019 年研發替代役與預聘徵才說明會即將登場！ 

~~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壹、主協辦單位： 

主辦：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校友聯絡中心 
協辦：財團法人國立成功大學文教基金會 

貳、舉辦時間：108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 10:00~16:50 
    地    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 

叁、服務對象：應屆畢業生、在校生、欲轉換工作之歷屆校友及其他學校
之畢業生。 

肆、活動網站：http://jobfair.osa.ncku.edu.tw/gradjobs/sms/NewsAction.do?  

伍、場次表 
時間＼地點 第一演講室 第二演講室 第三演講室 
10：00~10：50 大立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1：50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長春集團  
13：00~13：50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技術研究院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0~14：50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nnect Job 
15：00~15：50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50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備註： 
一、請至研發替代役與預聘徵才說明會網站

(http://jobfair.osa.ncku.edu.tw/gradjobs/sms/infotainment/infotainment_1.jsp)詳查工作機會及下載
公司履歷表格式。 

二、說明會須事先線上報名(https://activity.ncku.edu.tw/)，每場說明會將抽出 1 份 500 元禮卷!每場 
次開始超過 30 分鐘入場者，不列入抽獎名單。核對身分後始可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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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寬頻                                                                              

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借用本校集會場所注意事項(108.09.09 版) 
Guidelines for NCKU Student Clubs in Venue Reservations (2019.09.09)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6-1053-196153,r795.php?Lang=zh-tw 

一、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

使用集會場所經費補助作業實施要點」辦

理。 
These guidelines have been form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Student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and Student Clubs Fundings for Campus 
Venues Implementation Plan. 

二、 行政 E 化系統的場地申請，學生填完尚須

活動組的承辦人「擷取」資料才會顯示申

請中。直至場地行事曆顯示「申請通過待

繳款」，表示可以使用場地，場地費待活動

組核定或場所經費補助會議委員們決議結

果再辦理後續事宜。 
While using Conference Room/Lecture 
Room/Guest house Booking 
System (http://eadm.ncku.edu.tw/welldoc/default.
php), please be aware that the application form 
you filled out would only appear in the system 
after the staff of S.D.A.D. has accepted. Once 

your application shows  in the 
system’s calendar, you have reserved the venue 
successfully. The fee for the venue will either be 
handled by S.D.A.D with the funding 
automatically, or be discussed in the Venue 
Funding Committee before further arrangements. 
 
 
 

三、 活動計畫書為委員們審查經費補助之參

考，請務必上傳活動企劃書以供審查。無

夾帶計畫書者，活動組承辦人不擷取場地

申請單。 
Notice: You MUST have a Proposal of the event 
submitted with your application. Please use the 
format in the attachment to write your proposal. 

四、 學生社團辦理之非收費活動，每學期社團

補助 2 萬元場地費已內由活動組自行核

定，惟單次場地費超過 1 萬元以上，需提

至場所經費補助委員會審議。 
There will be a 20,000NTD funding per semester 
for each student association to use on venue 
costs. You could only use this funding for 
non-charging events.  Ifthe venue fee for your 
event is over 10,000NTD, the use for this funding 
will first be discussed in the Venue Funding 
Committee. 

五、 請了解各場地管理單位規定後借用，並參

考「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借用場地標準作

業流程」。 
Please check relevant regulations before booking 
venue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Venue 
Reservations 

＊詳細事項請參考網頁公告附件 
Refer to the attached file on the web for more 
details. 

 

申請社團通識教育認證與活動參與記錄公告_108.09.04 更新版
http://activity.osa.ncku.edu.tw/p/404-1053-70157.php?Lang=zh-tw

 
107 學年度下學期申請案自開學日起至 108/11/09 止，請妥善規劃即早申請。 
申請系統 http://sys.cge.ncku.edu.tw/sysc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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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勝利四舍整修後住宿費調整案公告 

一、 勝利四舍因建築物屋頂損壞漏水，且為配
合後續中長程整建規劃調整女生宿舍數
量，因此將勝四舍變更為女生宿舍，進行
浴廁改建以及空間使用調整，並重新更新
簡易廚房設備，本次工程費用共需約 563
萬元，擬調整住宿費每學期增加 3475元（總
經費約 563 萬元/10 年/2 學期/全棟 81 床=
約 3475 元/學期）、寒假增加 772 元、暑假
增加 1544 元。 

二、 本次整修計畫預計時程為 108 年 8 月完
工；本次工程的範圍包含公共浴廁、曬衣
場以及簡易廚房，浴廁部分包含所有設施
以及供排水管線。 

三、 本案已通過宿委會討論，且經 108 年 4 月
10 日宿服會討論通過，於 108 上學期開始
公告實施。 

舍別 

收費 
宿舍網路服務由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提供，每學期

收費 NT$200，已含在住宿費中。 規格 備註 

學期 
新生 

上學期 
寒假 暑假 

勝四舍 
(大學女生) 

NT$9,873 
(註 1) 

NT$10,410
(註 1 註 3)

NT$2,025
(註 1) 

NT$4,050
(註 1) 3 人 

雅房 

現行住宿費 

NT$13,348 
(註 1) 

NT$13,885
(註 1 註 3)

NT$2,797
(註 1) 

NT$5,594
(註 1) 

108 學年開始住宿費

 註 1: 冷氣電費另收。 
 註 2: 寢室獨立電表，電費另收。 
 註 3: 所有住宿新生(除本籍研究生)入學第 1 年度上學期須提前一週進住，住宿費以 19 週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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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訊息!!
一、請同學上生輔組網頁看獎學金公告區，或

使用「獎學金查詢系統」 
    網址為：成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
處→生活輔導組→線上服務之「獎學金查詢系
統」http://sgd.adm.ncku.edu.tw/scholarship/ ，符
合規定的同學請於期限內，填妥申請表格並備
齊文件，向生輔組或指定單位提出申請。 

二、或詢問就讀系(所)，是否有專屬該系所獎助
學金。 

三、獎助學金訊息會不定時更新，請同學隨時
注意申請期限。 

四、申請獎學金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1.申請表：若有"簽章"字樣，請同學"簽名"

及"蓋章"。 
   2.在學證明及成績單：請至「註冊組」申請。 
   3.戶籍謄本：請至各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4.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請至各地鄉

(鎮、市、區)公所辦理。 

五、若符合「低收入戶」身分同學，請至網址： 

1.成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獎學金公告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bin/home.p
hp 點閱「108 上國立成功大學清寒學生就
學獎補助(本地生)」，並請依網路公告申請
時間(開學期間)繳件。 

   2.成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獎學金公告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bin/home.p
hp 點閱「108 上教育部學產基金會低收入

戶學生助學金」，並請依網路公告申請時間
(開學期間)繳件。 

   3.成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獎學金公告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bin/home.p
hp 點閱「108 上國立成功大學任江履昇女
士清寒獎學金」，並請依網路公告申請時間
(開學期間)繳件。 

   4.成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獎學金公告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bin/home.p
hp 點閱「108 上財團法人宗倬章先生教育
基金會獎學金 」，並請依網路公告申請時
間(開學期間)繳件。 

   5.成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獎學金公告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bin/home.p
hp 點閱「108 上社團法人台灣金融服務業
聯合總會--教育獎助學金」，並請依網路公
告申請時間(開學期間)繳件。 

   6.成大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獎學金公告 
http://assistance.osa.ncku.edu.tw/bin/home.p
hp 點閱「108 上美國康德基金會--台灣大
學生 1818 小時黃金年華助學金」，並請依
網路公告申請時間(開學期間)繳件。 

 
   (承辦人：生輔組任先生，校內分機：50353)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住宿費減免辦理事項 
一、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及本校

「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四條辦理。 

二、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住宿費減免適用期
間，係指 108 年 9 月 9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中旬止，不含寒假期間(109 年 1-2 月)，住
宿截止時間依離宿公告之說明為準。 

三、 辦理減免日期：108 年 9 月 9 日(一)上午 9
時至 108 年 9 月 25 日(三)下午 4 時止。 

四、 申請方式：請依據說明三辦理期限，繳交
下列資料至住宿服務組，逾期恕不受理。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期成績單正

本，學業總成績須達 60 分以上，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免繳。 
(二) 108 年度鄉鎮市區公所核發開立且列

有申請學生本人姓名之低收入戶證明
正本。 

五、 申請宿舍費減免核准者，以該身份別 低
住宿費為其住宿費減免金額，如申請者之
住宿費超過其減免金額，則需繳交差額。 

六、 符合住宿費減免申請資格者，進住前暫緩
繳交住宿費，待申請核准後，另補繳住宿
費差額。 

七、 業 務 承 辦 人 董 小 姐 ， 聯 絡 方 式 ： 
(06)275-7575 轉分機 8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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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108 學年度研究生宿舍 8-9 月份補宿申請 
(1 階:08/13-08/21、2 階:08/22-09/26) 

一、 登錄資格說明： 
(一) 下列尚未取得 108 學年度住宿床位之研究

生同學(不含在職產碩專班)且無未繳之住
宿相關費用(含電費、行政手續費等)、宿
舍違規記點亦未達 10 點、開放申請期間非
屬停權狀態者可參加本次申請作業： 
1. 現在學之研究所舊生已完成新生體檢

者。 
2. 108 學年度入學研究所新生，申請時不

檢核體檢完成狀況。成功補宿者，須依
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七條第五款
規定，於開學日前完成本校環境保護暨
安全衛生中心衛生保健組依教育部規
範所辦理之「新生體檢」。未完成所提
供之體檢程序，將取消住宿資格。 

3. 108 學年度復學研究生已完成新生體檢
者。 

(二) 在職專班及產碩專班非本次補宿申請開放
對象，後續人工補宿辦理方式將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前於本組首頁公告。在職專班
及產碩專班之研究生如有住宿意願，請屆
時依本組公告說明申請補宿。 

二、 登錄時間與補宿序號產生方式： 
(一) 第一階段: 08 月 13 日上午 10 時起至 08 月

21 日上午 10 時止。本階段登錄者，其補
宿序號將於 08 月 21 日上午 10 時後，由登
錄系統隨機編排。序號編排結果於 08 月
21 日下午 6 時開放查詢。 

(二) 第二階段: 08 月 22 日上午 10 時起至 09 月
26 日上午 10 時止。本階段登錄者，其補
宿序號以登記時間先後順序編排。 

(三) 已參加第一階段登錄者，不需參加第二階
段登錄。 

三、 登錄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cdd.php 
。 

四、 登錄狀況查詢網址：
http://dorm.osa.ncku.edu.tw/cdd_list.php?cd
d=134108 。 

五、 補宿原則、床位登記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08 月 23 日上午 10 時於本組首頁公告第一

梯次可補宿序號，前述可補宿同學如有住
宿意願，請於以下時間電洽承辦人登記床
位： 

1. 08 月 23 日：13:00 起至 17:00。 
2. 08 月 26 日： 09:00 起至 12:00、13:00

起至 17:00。 
(二) 08 月 27 日起如仍有空床位釋出，將於每

工作日上午 11 時於本組首頁訊息欄公告
可補宿序號。當日公告可補宿者如有住宿
意願，請於公告當日 11:00 起至 12:00、
13:00 起至 17:00 及次一工作日 08:00 起至
10:00 前電洽承辦人登記床位。 

(三) 可補宿者未於前述期限內登記床位，視同
放棄且序號失效。 

(四) 補宿成功者之開放入住日及計費方式依身
分別及補宿成功時間各異，請務必參閱附
表 1 及附表 2 內容並依承辦人寄發之
EMAIL 說明，辦理繳費及進住相關事項。 

六、 注意事項: 
(一) 104-107 學年補宿序號開出資料請參閱附

表 3。 
(二) 設籍臺南市東區、中西區、北區、南區、

安平區、安南區、永康區、新市區、仁德
區、歸仁區、關廟區或戶籍遷出前述區域
未滿 6 個月者亦可申請。 

(三) 復學生須於完成復學手續後即可申請。 
(四) 本次補宿作業於 108 年 09 月 27 日 上午

10 時結束，遞補序號即失效。 
(五) 後續人工補宿辦理方式將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前於本組首頁公告。 
(六) 住宿時間: 本次補宿申請之住宿時間為

108 學年，包含 108 學年第一學期、109
年寒假、108 學年第二學期，不含 109 年
7-8 月之暑假住宿。暑假住宿須另申請。
各期別住宿費另計、實際住宿起訖日期依
身分別各異。 

七、 承辦人：林小姐，分機 86357。 
 
以下附表請上住宿服務組網頁瀏覽查閱： 

附表 1. 108 學年研究生 8-9 月補宿作業時程、計
費周數及開放入住時間-1080718.pdf 

附表2 .108學年研究生8-9月補宿各身分別補宿
日、開放進住日、計費周數對照表.pdf 

附表 3. 104-107 學年 8-9 月補宿開出序號資
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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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108 學年度大學部宿舍 8 至 9 月份補宿申請 
(1 階:08/13 10:00AM-08/21 10:00AM、2 階:08/22 10:00AM-09/26 10:00AM)

 
一、 108 學年度住宿時間係指本(108)年 9 月中

旬起至 109 年 6 月中旬止，不含寒暑假期
間(109 年 1 月中至 2 月中、109 年 7 至 8
月)。 

二、 登錄資格：下列尚未取得 108 學年度宿舍
床位之大學部同學，且無未繳之住宿相關
費用(含電費、行政手續費等)、宿舍違規
記點亦未達 10 點或停權者： 

(一) 大學部在學舊生(含延畢生及設籍臺南者) 
已完成新生體檢者。 

(二) 108 學年度大學部復學學生已完成新生體
檢者。 

(三) 設籍於臺南市東區、中西區、北區、南區、
安平區、安南區、永康區、新市區、仁德區、
歸仁區、關廟區之 108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與
轉學新生，申請時不檢核體檢完成狀況。 

三、 登錄時間與補宿序號產生方式： 
(一) 第一階段：108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0 時起至

8 月 21 日上午 10 時止。本階段登錄者，
完成登錄的先後順序不等於您的補宿序
號，實際補宿序號將於 8 月 21 日上午 10
時後，由系統隨機抽籤編排。補宿序號編
排結果將於 8 月 21 日下午 6 時開放查詢。 

(二) 第二階段：108 年 8 月 22 日上午 10 時起至
9 月 26 日上午 10 時止。本階段登錄者，
其補宿序號以登記時間先後順序編排。已
參加第一階段登錄者，不需參加第二階段
登錄。 

四、 登 錄 網 址 ( 含 登 錄 結 果 確 認 ):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cdd.php 
。 

五、 補宿原則、床位選填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本年 8 月 22 日 18 時起，將視空床位釋出狀

況，依<附件一>之作業時程，分梯次於本
組首頁訊息欄公告可補宿序號。各梯次公告
可補宿者，須依<附件一>表列床位選填時
間，自行登入系統選填床位。住服組不會主
動幫同學選擇床位。 

(二) 床 位 選 填 系 統 :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eds.php 
。 

(三) 未於<附件一>所列該梯次選填床位期限內
完成選填者，視同放棄選填資格且序號失
效。剩餘空床位將逕於下一梯次釋出、開放
遞補。序號失效者如欲重新取得補宿序號，
請於本年 9 月 25 日 17 時前，主動來信承辦
人員( z10212008@email.ncku.edu.tw )，本組
將協助重新取得序號。 

六、 開 放 選 填 宿 舍 暨 歷 年 補 宿 結 果 :  
http://tinyurl.com/NCKUHSD-10808 。 

七、 開放入住日及計費方式: 請參閱<附件一
>。 

八、 辦理進住手續： 
(一) 時間：請於<附件一>所列該梯次開放入住

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及下午 1 時至 5
時辦理。 

(二) 地點：請至各棟宿舍洽管理人員辦理。 
(三) 所需物品： 

1. 住宿生個人身分證明文件。 
2.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住宿費已完成繳

費之收據。 
3. 住宿生個人 2 吋彩色證件照一張。 

九、 注意事項： 
(一) 非設籍臺南市東區、中西區、北區、南區、

安平區、安南區、永康區、新市區、仁德區、
歸仁區、關廟區之 108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或
108 學年度轉學新生，請參加本年 7 月 25
日公告之新生床位申請作業，勿參加本次空
床位補宿作業。新生床位申請網址 :  
http://dorm.osa.ncku.edu.tw/index_bd.php?m
d=3&lang=zh  

(二) 108 學年度大學部復學學生，於完成復學手
續後即可參加補宿。 

(三) 成功補宿者，須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
七條第五款規定，於本年 9 月 9 日開學日
前，完成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衛生
保健組依教育部規範所辦理之「新生體
檢」。未完成所提供之體檢程序，將取消住
宿資格。 

(四) 本次補宿作業於本年 9月 27日上午 10時結
束，遞補序號即失效。後續人工補宿辦理方
式，將於本年10月31日前於本組首頁公告。 

十、 承辦人員: 許小姐。分機 86355、電子郵
件信箱: z10212008@email.ncku.edu.tw  

※ 附件一：108 學年度大學部 8-9 月補宿作業時
程、計費周數及開放入住時間.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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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話校安                                                                          

建立自身防護意識，對週遭環境人事物提高警覺 

校園安全一直以來是學校非常重視的一
環，師長們也殷切期盼同學能快樂到校學習。
校安中心提醒所有同學重視並確保自身安全。 

一、學生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
離開校園，務必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
同，避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
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二、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
獨留在教室、避免單獨上廁所，或到校園
偏僻的死角，以確保自身安全。 

三、社團活動或自習班級之場域或教室應儘量
人員集中，同學彼此能夠互相照應，減少
放學後樓層出入口動線，便於加強管控人
員出入。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事物，應
立即通知師長或保全與校安人員。 

四、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避免親自引
導前往，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勿聽信
他人的要求，交付金錢或隨同離校。 

五、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
人的地方或周邊 近(便利)商店，並大聲喊
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六、對於可疑人、事、物應提高警覺，儘速通
報校安人員協處，預防校園危安事件發生。 

七、本校校安中心(校內分機 55555、值勤電話
06-2381187)及駐警隊(校內分機 66666)，24
小時接聽緊急專線電話，隨時待命處理各
項意外及突發事件，維護校園安全。 

 
 
 
 

交通安全：校園外交通安全提醒

一、自行車交通規則 

(一)不得擅自變更裝置，並應保持煞車、鈴號、
燈光及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之良好與完
整。 

(二)不得附載坐人，載物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
部，重量不得超過 20 公斤，長度不得伸出
前岔，並不得伸出車後 1 公尺，寬度不得
超過車把手。 

(三)行駛 

1.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
示，並服從執行交通勤務警察之指揮。 

2.應在劃設之慢車道上靠右順序行駛，在未
劃設慢車道之道路，應靠右側路邊行駛。 

3.不得侵入快車道或人行道行駛，並不得再
禁止穿越地段穿越馬路。 

(四)左轉彎時，應繞越道路中心處左轉進入右側
慢車道行進。但行駛於同向二車道以上之
單行道右側車道或右側慢車道者，應依兩
段方式進行左轉。 

(五)不得任意停放，應在規定地點或劃設之標線
以內，順序排放。 

二、本校校園附近交通意外周邊道路安全注意
事項 

本校位於台南車站後站附近又有大遠百百
貨公司，校園周遭交通狀況複雜且繁忙，故為
加強與預防學生交通意外事件發生，本校對交
通安全觀念之宣導與建立十分重視，故每學期
規劃與執行交通安全教育，加強向同學宣導交
通安全觀念，依計畫每學期辦理交通安全教育
宣導月及主題週活動，提升師生交通安全常識
與事故預防、處理之技能，培養良好之駕駛道
德觀念，降低交通事故發生機率，確保行車安
全。 

三、行人專用時相號誌 

臺南市交通局於大學與前鋒路、勝利路、
長榮路等三個路口設置行人專用時相號誌。請
依燈號指示通行。 

四、交通事故處理原則 

(一)儘速救護傷患，並尋求他人協助，將傷者送
醫急救。 

(二)保持現場完整，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
場痕跡證據。但受傷案件，當事人均同意
時，應將事故車輛標繪定位後，移置不妨礙
交通之處所。 

(三)報警處理：報案時應說明事故地點、時間、
車號、車種、傷亡情形及報案人姓名。 

( 四 ) 通 知 校 安 中 心 06-2757575#55555 ，
06-238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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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租屋安全、避開惡房東

「如何選擇一個較安全的租賃住所」，其判
斷原則列述如下：  

一、建築物有無使用執照：租屋前請房東提示
建築物使用執照，為租屋者的權力，也是
房東的義務。 

二、建築物有無兩個以上不同方向的出口、窗
戶有無鐵窗、鐵窗有無開口以方便逃生：
建築物若未留設兩個以上不同方向的出
口，會影響避難逃生及救災。 

三、屋內有無裝火警警報系統或偵煙器：若無
法早期察覺火警發生，將致未能掌握初期
避難逃生之時機，火警警報系統，可於第
一時間預警，爭取更多逃生時間。 

四、門禁的管理是否良好，屋前有無停放凌亂
的機車：有鑑於縱火頻傳，機車停放凌亂
的場所，容易成為歹徒下手的目標，而其
具體的防範措施就是良好的管理。 

五、瓦斯熱水器有無裝在通風良好之處所：洗
澡時不慎中毒死亡，大都是一氧化碳中
毒，主要原因是使用瓦斯熱水器時，未保
持 熱水器附近空氣流通，致燃燒不完全而

產生劇毒性的一氧化碳，瓦斯本身沒有一
氧化碳，也沒有毒性。出門在外，所有的
安全問題都不能忽略。 

六、建築物內的通道是否像迷宮，彎曲又狹窄：
很多火災發生時，剎那間就濃煙四起，很
容易讓人迷失方向，如果自己所住的建築
物到處都是羊腸曲徑，九彎十八拐，必定
會造成逃生上的重大障礙。 

七、避開惡房東要訣 

簽約前了解房東背景，例如：住處、
財務狀況等、從言談中判斷房東人品、簽
約時將約定事項標註在合約中、必要可錄
音存證、交屋時將屋況、污損等情形拍照
存證， 好請家長陪同協助處理簽約事宜。 

八、本校校外住宿服務網 
http://dorm2.osa.ncku.edu.tw 及教育部雲端
租屋生活網 https://house.nfu.edu.tw/NCKU 
提供許多校外租賃需知之相關法律、安全
資訊及經訪視之租屋資訊，請同學多加參
考運用，以提升校外租屋之便利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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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地震、颱風注意事項 

壹、地震： 

一、學生在教室、辦公室或其他室內：(如圖書
館、社團教室、福利社、餐廳等)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就地避難的 重要原則就是保護頭部及
身體，避難的地點優先選擇如下： 

(1)桌子下。 
(2)柱子旁。 
(3)水泥牆壁邊。 

2.避免選擇之地點： 
(1)窗戶旁。 
(2)電燈、吊扇、投影機下。 
(3)未經固定的書櫃、掃地櫃、電視、蒸

便當箱、冰箱或飲水機旁或貨物櫃
旁(下)。 

(4)建物橫樑、黑板、公布欄下。 

3.躲在桌下時，應以雙手握住桌腳，如此
當地震發生時，可隨地面移動，並形成
屏障防護電燈、吊扇或天花板、水泥碎
片等掉落的傷害。 

4.地震避難掩護三要領：趴下、找掩護、
穩住，直到地震結束。 

(二)當地震稍歇時，應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規
劃之緊急避難疏散路線，進行避難疏散。注
意事項如下： 

1.可以用頭套、較輕的書包、補習袋或書
本保護頭部，並依規劃路線避難。 

2.遵守不語、不跑、不推三不原則：喧嘩、
跑步，易引起慌亂、推擠，或造成意外，
災時需冷靜應變，才能有效疏散。 

3.避難疏散路線規劃，應避開修建中或老
舊的建物或走廊，並考量學生同時疏散
流量，使疏散動線順暢，另外要特別協
助低年級及身障學生之避難疏散。 

(三)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由指
定人員確實點名，確保人員皆已至安全地
點，並安撫情緒。 

二、學生在室外：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在走廊，應立即蹲下，保護頭部，並注
意是否有掉落物，當地震稍歇，可行動
時應立即疏散至空地，或避難疏散地
點。 

2.在操場，應立即蹲下，注意籃球架，當
地震稍歇，可行動時應立即疏散至空

地，或避難疏散地點。 

3.千萬不要觸及掉落的電線。 

(二)抵達緊急安全疏散地點後，各單位應由指定
人員確實點名，確保人員皆已至安全地點，
並安撫情緒。 
 

 
 

貳、颱風: 

一、請同學隨時留意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情

況，查看臺南市政府/學校網頁有關停班或

停課訊息，並做好防颱準備。 

二、於颱風期間避免從事海、水域周邊地區活

動，並考量安全因素，切勿前往海邊觀浪

或從事山區活動，而警報發布時已於山區

從事教學、活動同學，請預擬避難或活動

暫緩、延期方案，另提醒辦理校內、外營

隊活動同學除完成防颱應變準備外，並應

以安全考量規劃活動期間如遇豪雨活動備

案相關措施(如營隊活動適時停止、與同學

家長保持密切聯繫等)。 

三、依據中央氣象局提供之氣象資料，校內住

宿或校外賃居同學，請先期儲備適當飲用

水乾糧或泡麵等備用食物，於颱風來襲或

風勢較大期間，避免室外活動或不必要之

外出行程，以維護個人自身安全，並隨時

保持與家長連繫。 

四、颱風來襲風雨驟強，同學應儘量避免將車

輛放置於空曠戶外或低漥場域，以避免淹

水或強風頃倒造成車輛毀損與財產損失。 

五、颱風期間同學如發現校園相關災損或可能

致災問題，可電洽校安中心協助 (電話

06-2381187、校內分機 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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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就學，快樂成大                                                                        

  「安心就學濟助方案」，助您就學安心

本校因有感於目前政府所提供之助學
項目雖多， 但現實上仍有其限制之處，為
補其不足，使經濟弱勢家庭能減輕教育費 
用之負擔，讓其子女能達到真正安心就學之
目的，故於 100 學年度開辦「安心就學濟助
方案」，期能對本校經濟弱勢 學生有更周延
之照顧。 

本方案主要係提供經濟弱勢學生生活
費用，額度依申請學生之實際需求自行評
估，每學期申請 6 個月，每月 高不得逾 8
千元。惟實際核撥之金額得由本校「安心就
學濟助管理委員會」視經費及名額之多寡進
行審查後核定。 

鑑於本方案經費來源全係仰賴本校校
友及各界善心之社會人士主動捐款，為使本
方案能長久運作、以嘉惠更多經濟弱勢之莘
莘學子，故設有返還之規定，且為減輕申請
人負擔，本方案規定申請人於優先償還教育
部就學貸款後，再履行還願（還款）計畫，
並得以一次或分次，以不定期與不定額之方
式捐還。 

 

 

 

 

本方案申請內容簡述如下： 

★申請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有戶籍、且具本校正式學籍者，但研究所在職專班學生不得申請。 

二、前一年度全戶家庭年收入以不逾 30 萬元為原則(低收入、中低收入及特殊境遇家庭學生，提供
證明文件即可，免驗家庭所得)。  

三、須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 

四、第 2 次以上申請本方案之申請人，大學部學生之前一學期平均成績應達 65 分、研究生之前一
學期平均成績應達 75 分。但成績如未達規定，經導師或指導教授證明其成績或相關表現確有
提升，且有具體事證者，不在此限。   

五、當學期已申貸就學貸款或在校內外服務或社團活動表現優良者將優先考量。 

★申請金額：每月 高 8 千元、每學期以 6 個月計，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為-108 年 8 月至 109 年 1
月。 

★申請期間：即日起至 108/9/20(五)截止。 

★承辦單位：生活輔導組（雲平大樓西棟 3 樓） 

★承 辦 人：黃小姐  分機：50348  

詳細內容與申請表格請上網詳讀與列印：本校首頁/在校學生/財務資訊/安心就學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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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成功大學社團博覽會 130 個社團搶招募新血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9.17 

    社團、課業、戀愛被稱為大學新鮮人必修 3
學分，而社團又猶如學生們生活的另一扇窗，
帶領他們探索自我的興趣與發現自身的長處。
108 年度社團博覽會將於 9 月 17、18 日舉行，
共有 130 個社團參與擺攤，有別於往年的社團
博覽會，今年特別將攤位集中在雲平大道和活
動中心前，為了讓更多社團能加入擺攤招募新
血，也讓學生能在短時間內一覽無遺，選擇自
己有興趣的社團。 

    除了靜態擺攤之外，兩天皆有社團的動態
舞台表演，眾所期待的流行舞蹈社、火舞社、
兵擊社等表演，今年新進的飛鏢社還會將飛鏢
機設置在攤位給學生體驗，各社團藉由不同方

式向同學們展現各自的特色，甚至向新鮮人們
展現在社團中學習的成果。擺攤同時邀請食
物、冰品餐車參與，讓參與社博的學生能在參
觀攤位之餘填飽肚子。 

    社團博覽會由社聯會主辦，社聯會活動部
長彭宣惟表示，今年社團博覽會 Logo 參考舊遊
戲機點陣做設計，她將社團比擬為玩遊戲，是
生活中難得的休閒活動卻也是可以很認真投入
的事情。舉辦社團博覽會提供新鮮人選擇的管
道，並且希望讓他們了解到學校其實有如此多
的社團提供課外學習資源。（撰文／校園記者
林妤慈 圖片／成大社團聯合會提供）  

 
 

 
             成功大學社團博覽會招募新血                              特殊的兵擊社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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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就業指導 
 
 
 

活動日期：108/5/4(六) 9:00-12:00 

活動名稱：打造菁英人才成功基因-從《成功》邁向成功 

授課教練：中華企經會 郭國平教練  
 

教練首先以企業做事原則「除了專業，態度
才是關鍵」作為開場白，告訴我們在快速變動
的時代，連企業都要與時俱進做到創新、轉型、
升級，更遑論想成為傑出的人才更要贏在轉折
點，在變動下磨練方能致勝。接著，點出進入
職場前應具備的思維能力，並以聚隆纖維為例
「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心態」敦促大家要
以主管的角度去檢視自己，進入業界都要從基
層做起，不要眼高手低，且 好擁有建構願景
的能力與目標。 

再來談到企業選才的秘辛，分析人資部門的
四不原則：選材（不招不回家的人，企業類比
家庭，不認同企業的人）、用材（不用走不動的
人）、育才（不育長不大的人）、留才（不留沒
有生產力的人）等四個階段，並舉愚公移山與
電子書的例子。前者告誡我們就像老闆把問題
丟給你，不要只是傻傻地做，而是要去思考更
有效率的方法。而後者電子書的例證是在說明
人大多抗拒變革。在企業用才這塊，我認為教

練所言「思慮永遠走在老闆的前面，講話永遠
走在老闆後面」這句或許就是在業界的生存法
者吧！ 

接續談成功菁英應當具備的 20 項核心能
力，除了專業能力：產、銷、人、發、財、資，
創新思維、管理能力以及語言證照等都大大影
響了在職場的競爭力。所謂成功的公因數，等
於知識加上能力乘以態度，這個世代人人都強
調跨領域學習，教練也提醒我們這是職場競爭
力要件之一，學習更要廣深遠才有效用。此外，
人資在計算薪資會考核個人的績效，也就是個
人對企業貢獻至少提供三倍的產值，才能確保
在公司的職位而不會被淘汰。除此之外，課堂
提到成功人才的人格特質 5Q（IQ,能力 EQ 情
緒,AQ 抗壓,PQ 健康,SQ 忠誠）、3P 人才（專業、
激情、績效）等指標，核心能力如團隊合作、
溝通技巧等等，顯見要進入職場前，還有許多
軟實力值得我們花時間培養，以期在不久的將
來能派上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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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力培養 
 
 
 

活動日期：108/04/29 (一)19:00-21:00 

活動名稱：內部控制實務案例及企業個案 

授課教練：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永智教練 
 

本次課程將同學們事先分成三組，並且各自
提出幾個有興趣探討的企業弊案，再由教練建
議我們各組研究案例， 後分別以力霸掏空
案、大同掏空案與樂陞收購弊案作為主題。報
告時長大約二十分鐘至三十分鐘，教練希望我
們分別以投資人、財務報表、公開資訊三種角
度來進行分析，觀察是否能在事發之前從中看
出端倪或任何徵兆。在準備這次課程報告的過
程中，由於年代久遠且多數公司已不存在，在
資料蒐集上各組都遇到了一定的困難，加上財
務報表牽涉較深的專業，故在研究分析上面臨
相當挑戰。教練鼓勵我們不必害怕犯錯，他期
望的是我們思考探究的過程，我們犯的錯越
多，他便能給我們更多建議，收獲也會越大。
教練的這番話在我們準備此次報告陷入困境時
成為了我們前進的動力，也讓心理的壓力減輕
了不少。 

同學也提到在蒐集資料時發現集團中有許
多「紙上公司」，也就是實際並無營運的公司，
認為這一狀況明顯不正常。教練說其實紙上公
司的現象在台灣非常常見，同時也舉了諸多相

當知名的產業，他們甚至擁有更多的紙上公
司，然卻不見得是為了掏空。紙上公司可能有
避稅、充當訴訟防火牆、或是在過去剛解嚴時
代為投資中國大陸所設置……等原因，且以上
均為合法操作。這著實讓大家學到了一課，社
會實際上的樣貌跟我們在校園中的想像有很大
的不同。 

後，同學在研究過程中提出了一個疑問，
連只稍微學過初會的我們都看得出來那些公司
的財報營運狀況並不好，為何 後受害的投資
人能有這麼多呢？教練說那是因為台灣的散戶
投資人大多根本就不看財報，通常只看到消息
面，這也是舞弊案們影響如此嚴重的原因。透
過這次課程，我了解到若要投資就必須理性的
做足功課，不見得要十分專業，從公開資訊的
地址、資本等就能看出許多端倪，若是單純跟
著市場波動買進買出，恐怕淪為投資大家操作
下的犧牲者，甚至 後血本無歸。透過教練專
業的解說，讓我們學到了不少令人震驚的知
識，缺乏經驗與專業的累積，單看表面永遠看
不出其中的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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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大小事                                                                

原資大小事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9 月 20 日(五) 
12:00-13:00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業務說明會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9 月 24 日至 11 月 5 日 
每週二 18:00-21:00 

原住民族文化研習─卡片梭織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10 月 16 日（三） 
18:30-20:30 

南方原論講座 Ⅰ 
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室 

11 月 13 日（三） 
18:30-20:30 

南方原論講座 Ⅱ 
詳見網頁公告 

12 月 2 日至 7 日 原住民族文化週 詳見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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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打造學術成大札根研究 新生訓練首創參訪學校實驗室研究中心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9.4

    如何培養高階人才，可說是高教創新的目
標。成功大學 108 學年新生訓練，創全國大學
風氣之先，以充滿學術氣息的「學術成大
（undergraduate research）」為主軸，9 月 5 日將
帶領新生參觀校園裡重量級實驗室、研究中
心，認識前瞻性與多樣性的研究，由初入校開
始就引領探究高優質的學術內涵。校長蘇慧貞 9
月 2 日先與外界分享學術成大的理念，「大學的
價值就是探索真理，而探索真理的過程需要完
整思考與誠懇的態度，再靠實踐去發揮真理的
影響力。」她強調，這也是成大 90 年來 重要
價值，完成實作，展現影響力、落實於產業的
能量，今後成大的新生訓練都將以「學術成大」
為重心，追尋 高品質與 大競爭力。 

    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新生陳昱璟、葉沛
嫻，兩人因開學前參加成大活動，有機會先參
觀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看到成大回應社會
關切老年議題，結合 AI、醫學、人文、資通訊
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與落實應用，例如營養估算
的智慧化營養小幫手、智慧化運動設備，搶先
感受成大的研究環境與學術資源。 

    陳昱璟說，前瞻醫材中心的研究成果很有
趣，透過儀器影像分析，就能知道食物的營養
成份；將無趣的復健運動與遊戲結合，讓復健
不再無聊；看得出來研究的用心，以及成大對
社會議題的關切與重視。以前對成大有很多想
像，也知道成大很大，來學校之後才發現成大
真的很大，校園大，建築一棟棟，感覺到這是
一所資源豐富的知識寶庫，就看身處其中的人
如何看待與應用，入學就能參觀重要實驗設
施，了解前瞻性的研究，對學習是一種啟發，
對於這座知識寶庫，一定會好好挖掘學習。 

    葉沛嫻表示，人口老化是全球關切的重要
議題，台灣進入高齡社會，但在老人照顧上還
有很多空間需補強。做學術研究，資源取之於
社會， 後的結果也應該回到社會，讓社會更
進步更美好。參觀前瞻醫材中心看到成大跨領
域結合做研究且有實際成果，自己對心理也很
有興趣，或許以後有機會可以將老人心理狀態
的研究與醫療器材結合，也許是不錯的研究方
向。 

    蘇慧貞校長指出，「學術成大」的精神之
一，是讓新生到校第一天就知道學校對他們全
部開放，不限制只能留在本身的科系，也期待
學生學會規劃學習路徑，有想要解決問題的企
圖心，知道未來大學生活有各式各樣的選項與
機會。讓年輕人開發出 有效率， 具企圖心、
有創造力的學習生涯。「研究」、「學術」的創

新，重點在於迎接挑戰、發展潛能，並在更高
的跨領域裡加以展現，這是大學的使命，但只
有學生能挑戰自己。 

    成大研發長謝孫源表示，能夠進入成大的
學生，都是一時之選，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
生研究計畫，成大獲核件數 138 件，居全國第
二。大學是一個想像與探索未知的場域，學生
到有興趣的實驗室或是教師研究室參訪，可能
激發出學生想參與研究的意願，等於埋下研究
的種子，將有助於未來職涯發展探索，同時也
讓教學與研究品質更為提升。研發處將建立配
套機制加以引導，例如舉辦「學術成大日
undergraduate research day」活動，邀請既有的
學生研究團隊與教師分享研究心得與收穫，展
示研究成果，帶來更多的啟發與鼓勵。至於已
組成的學生研究團隊，研發處會協助找尋國內
外產、官、學合作或參訪等交流機會提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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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鮮人成長營期間參觀 108 個實驗室與
研究中心只是第一步，成大教務長王育民表
示，實地參觀讓學生有機會去了解、接觸跨學
院教師的研究領域，若學生對跨域學習感興趣
可以透過通識課程選修，教師間也可以融合彼
此專長進行跨域合作。成大的學生都是優質的
學生，「學術成大」的目標在啟發學生、引領學
生發揮潛力，激發研究的熱情，未來對研究有
興趣的學生，還能夠經由學校的機制，直升碩
博班，接觸更多的國際機會，成為 具競爭力
的高階人才。成大副教務長李旺龍指出，若學
生對特定研究主題、領域感興趣，並且形成研
究團隊需要額外加強學能知識時，可向教務處
的募集課程系統尋求協助，得到所需的課程與
學習。 

    成大學務長洪敬富指出，大學端即進入實
驗室探索研究的興趣，學生在職涯探索上會更
加明確，也有助於教學與研究品質的提升，基
於全人教育的理念，學務處將積極鼓勵學生研
究團隊進一步成立學術性學生社團，學務處會
在公平合理的機制下，給予社團有形與無形的
資源加以支持，助其茁壯。 

    往年成大新生訓練「校園講者課程」都是

邀請學長姐分享學習及校園生活經驗等，今年
「校園講者課程」的時段，額外邀各學院領域
教授談學術經驗傳承與人生故事，以增進學生
對「學術成大」的深度與廣度，提早進行適性
生涯定講選擇與學習規劃。另外，參觀實驗室、
研究中心的活動採分批進行，為讓整體活動更
為充實，也讓新生能具體認識成大的研究能量
與創新，梯次與梯次間也穿插 4 場次的研究能
量講座，介紹成大透過課程與研究展現大學社
會責任（USR）、創新跨領域學習的虛擬第十學
院 College X 等。 

    2700 名新生參與「成功登大人－新鮮人成
長營」， 9 月 5 日新生們都將依意願分組到位在
校本部、安南校區、歸仁校區的實驗室、研究
中心等共 108 個實驗室、研究中心參觀，包括 3
個國家級研究中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蛋白質結晶學實驗室），13 個校級研究中心如尖
端光電科技中心、生物科技中心、前瞻醫療器
材科技中心等，以及獲得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
學生研究計畫的院系實驗室等。（撰文／孟慶慈 
攝影／趙傳安、倪冠雲、薛光成）

 

蘇慧貞校長分享學術成大的理念 校長與學術性社團 iGen 師長與同學合影 

新生實驗室參訪活動花絮 成大新生訓練首創參訪學校實驗室研究中心 

＊照片來源：實驗室參訪照片-薛光成，記者會照片-吳昌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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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超新星 成功大學 108 新鮮人「登大人」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08.9.4 

    一年一度的成功登大人新鮮人成長營於 4
日起一連舉行 3 天，今年主題「學術成大」，

安排一系列活動，提供新鮮人一探高優質學術

內涵的機會，有更多的學習選擇方向。3200 位

成大新生齊聚一堂，校長蘇慧貞祝福及勉勵新

生「成大只有一個努力的方向，就是讓你的人

生更充滿挑戰，讓你的人生更幸福，讓你的未

來充滿無限可能。」振奮人心的演說，帶給新

生迎接嶄新大學生活的期盼與勇氣。 

    開幕活動由成大啦啦隊以及吉他社民謠團

的演出拉開序幕，蘇慧貞校長致詞時，特別繞

行全場與學生零距離互動，還有學生主動上前

擁抱，校長的親和力及受學生愛戴程度由此可

見。蘇慧貞校長希望新鮮人，在成功大學的這

段時間，努力耕耘出將來永遠都不會後悔的一

個決定。用所有的努力和勇氣，為了自己還有

家鄉，以及即將邁入的下一個 30 年、50 年的全

世界，成為自己心目中 驕傲的公民。 

    典禮中登大人成長營總召帶領全體新生起

立宣示，慷慨激昂的宣誓詞，象徵著不畏困難

的勇氣，全體新生高舉的雙手，象徵著勇闖未

來的決心，在活動的 後，營隊幹部們帶著新

生一起合唱登大人主題歌曲，串連活動精神。 

    來自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的新生徐譽玲

表示，印象 深刻的是活動 後營隊幹部帶著

所有新生一齊唱跳營歌的部分，在登大人成長

營期間，相當期待校園講者課程，希望可以從

講者分享經歷的過程吸取經驗並自我成長。另

一位來自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的新生楊乃蓉

則表示，校長繞行全場與學生對話讓人感覺很

有親和力，對於未知的未來更加充滿自信，因

為本身科系關係，未來可能經常接觸實驗，因

此格外期待能夠提前參訪國家級實驗室。 

    登大人成長營一連 3 天都有充實又精彩的

活動等著新生，邁入人生另一個新階段的時

刻，成大在開幕式活動結束後，邀請 Youtuber
「志祺七七」前來演講，分享他在成長的過程

中，如何累積能量將之轉化為養分，成為今日

知名 Youtuber 的經驗故事，藉此勉勵、鼓舞新

生勇於嘗試、挑戰自我。另外，校園講者課程

活動，突破以往邀請學長姐分享經驗的慣例，

今年邀請各學院專業領域的師長進行學術傳承

及經驗故事分享，希望帶給學生不一樣的體驗

及火花。（撰文／張怡婷、攝影／孟慶慈） 

 

    

         成功登大人新生訓練 3200 新生齊聚                 蘇慧貞校長致詞走進新鮮人中展現親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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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與全體師長紀念合影 新生入學宣誓儀式 

校長與 112 集新生入學勉勵 新生透過校園資源導覽認識校園與團隊關係建立 

112 級新生與隊輔學長姊活動合影 112 級新生共創活動留下紀念馬賽克  

成功登大人晚會 全體工作人員謝幕 
＊照片來源：第 9 屆成功登大人影記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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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com                                                                  

   認識你我都有的拖延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朱哲萱心理師

「每次起床前只要一想到有很多事還沒完
成，就想當縮頭烏龜躲回被窩中，很多規劃的
進度安排只能一延再延，直到截止日期前一晚
靠熬夜來個光速追趕進度。」 

相信這樣的故事大家一定不陌生，因為這 
就是生活中你我時常經歷的輪迴： 

規劃  拖延  追趕進度 

雖然事情到 後關頭都還是能如期完成，
但代價往往是壓底線後的不安與罪惡。 

許多人可能會覺得拖延是因為自己沒有管
理好時間，所以拼命的買了一本又一本的行事
曆。我其實也曾經這麼做過，但我卻發現這些
都對我沒用，反而是讓我不斷在失去掌控感、
失去計劃的過程中一次次挫敗。後來，我透過
上課和網路知識的學習了解到，一個人會拖延
並不表示時間管理能力不佳，而是因為拖延跟
情緒管理有關，以下跟大家分享。 

人們之所以會拖延某件事，是因為那件事
可能帶來某種不想要的心理感受（如擔心、焦
慮），因此腦中的「情緒中心」便會發揮威力，
讓那件事暫時離個人遠一點，若威力很強，讓
情緒中心覺得需要逃的遠一點、久一點，「拖延」
便容易冒出來。 

而當事情拖延到火燒眉毛時，腦中的「理
性中心」便會像消防員一樣出來救火，開始啟
動身上所有細胞的專注力在拖延的這件事上，
值到火苗被撲滅。然而熄滅這場危急大火過程
中帶來的罪惡與擔心又再一次被記錄到腦中的
「情緒中心」，使得下一次遇到這件事時，被情
緒中心紀錄的罪惡和擔心又讓人們開始遠離容
易引起罪惡和擔心的事件，於是就變成了拖延
的循環。 

沿著前述的邏輯讀者可能已經發現，拖延
大的敵人不一定是時間，而有可能是因拖延

而引發的情緒。舉例而言，小華因為這份工作
很煩而拖延，又因為拖延而帶來罪惡感，這時

「煩」與「罪惡」不僅影響小華的心情，也間
接影響了小華完成這件事的動力。小華可能會
深陷在罪惡情緒的泥淖裡，這時候拖延需要抵
擋的已不只是一點一滴流失的時間，而是不斷
將它往下拉的「煩」和「罪惡」。 

閱讀至此，讀者們可能會想知道「到底該
怎麼擺脫拖延呢」？我相信每個人因應拖延的
方式不同，擺脫之道也會百家爭鳴，讀者們可
以嘗試以目標意圖（goal intentions）替代執行
意圖（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的方式管控進
度（參考文後所附連結），也可以思考如何帶著
不舒服的情緒完成事情，重要的是找到適合自
己的擺脫/因應之道。 

而除了這兩個方式，我也想邀請讀者以敘
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中「人不是問題，
問題才是問題」的角度思考以下幾個提問—拖
延帶給你什麼樣的影響？你在什麼時候特別容
易拖延？在哪些時候則不會？什麼時候的拖延
是你不喜歡的？你是如何判斷什麼時候可以/不
可以拖延？你的朋友有人認為自己完全不拖延
嗎？你是怎麼知道拖延是需要被改善的？你希
望未來與拖延是什麼樣的關係？ 

這些提問可能一時之間不是那麼容易回
答，邀請讀者將這些提問放在心底，在嘗試以
時間管理、情緒管理的方式面對拖延之餘，也
可以反思自己是如何做到的，挖掘自身因應拖
延的能量。 
 
＊讀後參考連結 

1. TED「拖延大師的腦子在想什麼？」
https://www.ted.com/talks/tim_urban_inside_the_mind
_of_a_master_procrastinator?language=zh-tw 

2.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
https://healthskills.wordpress.com/2009/05/19/goal-inte
ntions-or-implementation-intentions-which-on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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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慢性殺手--肥胖與代謝症候群 

環安衛中心衛生保健組 鍾瑾瑜護理師編制

    從本校 103 年~107 年新生體檢資料顯示，
體重過重、肥胖及代謝症指標異常等問題是成
大新生主要健康問題第 1、2 名(表 1、圖 1)。107
學年新生體檢 BMI≧24 中，碩博班比例皆遠高
於大學部（表 2），由結果推測隨著年齡及課業
繁重程度增加，體重管理更加不易，因此發展
有效體位管理策略及重建健康促進生活型態，
是本校及高等教育校園中重要議題。 

正值暑假即將結束，新生入學時期，這些
健康議題值得關注，因此本期學務簡訊針對肥
胖與代謝症候群進行介紹流行病學特徵、定
義、併發症與預防解決策略，同時也在此宣導
本校衛保組針對這些健康問題進行那些介入措
施，也期待同學一齊為自己的健康把關，歡迎
熱烈參與。

 
↑表1.103~107年成大新生體檢主要問題 

 

 

 

 

 

 

↑圖1.成大新生體檢體重過重及肥胖趨勢圖 

 

表2.107學年新生體重腰圍及BMI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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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特徵介紹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肥胖是一種慢性疾病」，
肥胖已成為21世紀影響人類健康的重要問題，
除影響生活品質及耗費龐大醫療支出外，甚至
也會造成死亡。代謝症候群為心血管疾病危險
因子的集合，包括腹部肥胖、血脂異常、血壓
升高或胰島素阻抗等，目前代謝症候群為增加
快速的疾病之一[1]。 

現今速食文化和高熱量外食使肥胖盛行率
已高居亞洲之冠，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13-2016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我國成人
過重及肥胖盛行率高達45.4%，相較於20年前調
查32.7%，從原本3位成人有1位胖，演變為現在
近2位成人就有1位肥胖[2]！ 

國民健康署統計106年國人十大死因中即高
達七項皆與肥胖有關，期望民眾留意自身是否
有肥胖問題，從調整「飲食」及「運動」生活
開始採取行動，一起達到「肥胖走、健康來」[1]。 

肥胖的定義 

    「肥胖」的標準，台灣多以身體質量指數
BMI做評估依據(表3)。目前「病態性肥胖」定
義採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公布數據，即
BMI>40為病態性肥胖、BMI>35為重度肥胖。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針對成人體重提出建議BMI
維持在18.5至24，過與不及皆有礙健康發展[2] 
[6。] 

 
↑表3. 身體質量指數BMI對照表 

 肥胖的併發症 

    病態性肥胖症會增加罹患其他慢性疾病機
會，如高血壓、高血脂症、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或癌症等，且會明顯增加病人死亡率和其他
併發症發生率。除生理影響外，肥胖者心理影
響亦不容小覷，極可能出現憂鬱、低自尊或因
龐大身軀造成社交障礙(情感、隔離)等。[2] [3] 

代謝症候群的判斷 

    醫界指出，若中圍肥胖、血中三酸甘油酯
（ TG ）偏高、血中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C）偏低、血壓偏高、空腹血糖偏高等

五項指標中，達標三項或以上者，即認定為代
謝症候群；有任一項者則為代謝症候群高危險
群，此時就需特別注意健康已亮紅燈(圖2)。因
為這群危險因子與台灣十大死因榜中腦血管疾
病、心臟病、糖尿病、高血壓性疾病密切相關。
[4] [6] 

 

↑圖2.代謝症候群示意圖[7] 

為什麼肥胖會導致代謝症候群？  

    由於體內過多脂肪會釋放出游離脂肪酸，
導致高血脂；影響胰島素降低血糖功能，進而
出現高血糖；加上周邊血管阻力增加，誘發出
高血壓等問題。所以當出現肥胖合併三高（高
血糖、高血壓、高血脂）時，即為代謝症候群
的候高危險群了[2] [4]。 

預防肥胖 三大絕招要做到(圖3) 

 

↑圖3.「肥胖走、健康來」示意圖[7] 

一、 健康飲食 

選用新鮮食材餐點，把握原則：少油、少
鹽、少糖、少醬料，建議每日攝取5份新鮮
的蔬菜與水果，及均衡攝取鮮奶、堅果、
糙米飯等；避免油炸、速食、含糖飲料等
易造成肥胖的食品；掌握定時定量、三餐
均衡之飲食習慣，且攜帶環保水壺，鼓勵
喝白開[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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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動態生活、避免久坐  

據研究指出成人欲達成預防體重增加，一
週必須執行中等費力之身體活動須150-250
分鐘；欲達成減重目的，一週必須執行中
等費力的身體活動則須達到225-420分鐘。
每日久坐時間不超過2小時，以步行、爬樓
梯、做健康操、騎自行車等方式增加身體
活動量。 運動可增加細胞對胰島素的利

用、減少阻抗問題，建議以每週減輕0.5公
斤為原則(每日至少需減少500大卡熱量攝
取)，在飲食控制及身體活動兩者並行下以
達成理想體重為 終目的[3] [5]。 

三、 充足睡眠、規律生活 、運動對策 

養成規律生活習慣，避免晚睡及熬夜，每

天至少睡眠8小時[3] [5]與足量運動(圖4) 

圖4.運動對策

本校舉辦健促活動的成效 

108年度第一期健康促進體位管理活動成果 
 參與學員數:75 人 
 總體重下降 98.5kg、平均每人減少 1.3kg 
 共 41 人達成體重下降 2% 
 高減重紀錄:下降 12.8kg 
 總體脂下降 74.4kg、平均每人減少 0.9kg 
 總腰圍下降 118.7cm、平均每人減少 1.5cm 

趕快來參加，為自己的健康把關 

108年度第二期健康促進體位管理活動招生
中，幫助您建立正確生活飲食習慣，甩掉肥胖
迎向健康。報名網址：
https://goo.gl/forms/OLfps6aaeznPzBJK2 

參考資源 

1. 肥胖是慢性疾病！調整飲食及運動生活是
佳處方。(2018.7.4)。取自：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
odeid=1405&pid=8840 

2. 肥胖防治白皮書。(2019.7.12)。取自：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file:///D:/User/Downloads/File_12788.pdf 

3. 成人肥胖防治實證指引。(2018.9)。取自：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ttps://www.hpa.gov.tw/File/Attach/10042/Fi
le_12271.pdf 

4. 代謝症候群學習手冊。(2016.4)。取自：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ttps://health99.hpa.gov.tw/media/public/pdf/
21809.pdf 

5. 大「腹」翁小心罹患代謝症候群。(2017.2)。
取自：康健雜誌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
ticle.action?nid=74174 

6. Wuren, Kaori, E., & Kiyonori, K., (2019). 
Eating rate as risk for body mass index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obesity with appropriate 
confounding factors: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the Shizuoka- Sakuragaoka 
J-MICC Stud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8(1), 79-91. 

7. Care online 照護線上官網 
https://www.careonlin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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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晨曦助學金」申請公告（限大學部學生） 

一、本校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含延畢生)，符合下列(一)(二)(三)情形之一，且 107
學年度第2學期已領取其他獎助學金或各種補助(不含各類學雜費減免及大專
弱勢助學金)總額未逾 25,000 元者，得提出申請(將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審
查及發放） 

（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者。 

（二）家庭所得收入符合以下規定者： 
1.家庭總收入全年未超過 70 萬元。 
2.家庭利息所得全年未超過 1 萬元。 
3.家庭營利所得全年未超過 5 萬元。 

（三）家中因突遭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導師及系主任訪談確實有就學
困難之事實者。 

二、所稱家庭所得收入，除申請人外，包括父母、配偶、未婚之兄弟姐妹、已婚
且共同生活之兄弟姐妹、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外）祖父母之所得收入在
內。 

三、第二次以上申請者，其前一學期平均成績應達 65 分以上。 

四、曾受記小過以上處分，且未完成以校園服務代替者，不得申請。 
★補助金額：108 年 9-12 月，每月 3,800 元。 
★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至 108/06/28 止，逾期恕不受理。 
★承辦單位：生活輔導組（雲平大樓 3 樓） 
★承 辦 人：黃小姐 分機：5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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